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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五十九期
                                              
 
 

 
LC Club = 少林館？                 潘柏年 - 事工小組召集人 
 

    香港家新自第一屆帶領夫婦訓練課程以來，至今受訓的夫婦不下百對，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

按神的恩典各自承擔服侍夫婦的異象，各人在這事奉裡的領受和體驗都是獨特的、寶貴的知識寶

藏。香港家新有見及此，在發展會務的構思中期望引入這群志同道合之士的寶貴經驗，增強我們

的資源庫，致令我們的事奉更適時，讓更多夫婦被祝福。在最近的事工發展會議中，事工發展小

組一致同意建立一個溝通渠道，增強香港家新與帶領夫婦的聯繫和帶領夫婦們之間的聯繫。 

 

    正如邱博士說：婚姻是屬靈的戰場。除了靈命上的裝備外，在地上也不可以單打獨鬥；所以

香港家新需要一個平台讓一群核心成員──帶領夫婦聯合、團結起來，互勵互勉踏上那婚姻、家

庭服侍使命的征途。 

 

    實際生活裡，畢竟帶領營會的機會並不多，最活躍的帶領夫婦一年內也祇參與寥寥數個營會

而已；重要的是：帶領夫婦的知識並非單純來自課程理論，乃是之後的身體力行；我們站在學員

面前，不是光談理論，更須要以身作則，因此作為帶領夫婦先要其身必正，否則在營會裡便不能

理直氣壯矣。 

 

    在日常的生活裡，我們夫婦的相處卻是甘苦自知；帶領夫婦的生活也如常人般的經歷，在婚

姻上也有那落寞、需要求助的時刻，但是我們卻不像常人孤單上路，我們活在一群滿被祝福、滿

有婚姻服侍經驗的夫婦「榜樣」裡，豈不是近水樓台！如果我們帶領夫婦不懂得好好珍惜這個先

天條件，真個暴殄天物了！ 

 

    上樑得正，下樑不歪。香港家新推出 LC Club（Leader Couples Club）作為帶領夫婦們的聯繫

平台，藉此推動帶營經驗的交流、婚姻生活實際經驗的交流、家庭及婚姻上的互相守望、支援和

代禱、家新動向新聞、再培訓或課程探討班、聯誼活動如家新夜、旅遊、體檢團、美食品嚐大會

等項目。一方面幫助帶領夫婦的帶營事工不斷更新長進，另一方面可以讓這群領袖認真得來又輕

鬆，一同迎接夫婦營、甚而婚姻上的挑戰；在這鞏固的根基上，恩愛夫婦營的學員便能得到正確

的訊息和領受。 

 

    LC Club 除了是交流的平台也是一個提供智囊團的平台；一切成果之能夠達成，物資的需求

祇是次要，人力、智力資源才是主要的成功因素，故此，香港家新期望 LC Club 能夠成為婚姻事

工的少林館，培育出更多領袖在這方面推動神的話語。我們亦借著這刻鼓勵所有受訓的帶領夫婦

投入 LC Club 的行列，一同進步。 

 

    家新夜已被列入為 LC Club 的主題活動，將於明年中舉行，因著事工小組成員之一的楊家傑

牧師的高瞻遠矚，引發香港家新定下了未來五年的方向，明年家新夜的內容特別加插了勉勵帶領

夫婦回歸家新大家庭的環節，也包括好些與往年不一樣的項目，務令來賓享受那一起交流、互相

學習、強化事奉心志、鞏固夫婦靈命、一同成長的氣氛，詳情請留意適時的公佈。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會址：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5 號四樓   電話：（852）2420 5116, 9372 1754 (幹事)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HK)  傳真：(852) 2420 3591      電郵：cffc@cffc.org.hk      http://www.cff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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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70 屆恩愛夫婦營 

2008 年 12 月 26-28 日 
工蜂 

    參加夫婦營前，我帶着滿身傷痕，傷心絕望

的心情，期望着神藉家新協會能給我一點治療。

我和丈夫結婚 15 年，雖然彼此深愛對方，但總是

關係惡劣，常因小事吵罵。在家新夫婦營中，我

們明白到我們不善溝通和表達，以致差點兒婚姻

破裂。帶領夫婦分享到從前的失敗和掙扎，提醒

到自己必須改變。在三天二夜中，我們的關係改

善很多。最大的幫助是讓我看見「不可能」的改

變，現在變得「可能」而且很「實在」。感謝主！

 

基司 

    更深刻地認識男女之間不同的處事模

式（牛與蝴蝶），了解自己未有體會太太對

事情的看法及感受，以至經常產生誤解。影

響了我對太太態度（需要改變）。 

承諾：多以關心的態度對太太，而不是指示。

感受：像一個小孩重新學習走路（婚姻路）。

 ☆☆☆☆☆☆☆☆☆☆☆☆☆☆☆☆☆☆☆☆☆☆☆☆☆☆☆☆☆☆☆☆☆☆☆☆☆☆☆☆☆☆☆  

小冰 

    入營前，我和老公剛在週末吵架，我還跟

姐姐說：「吵得挺合時呀，之後就要參加恩愛

夫婦營了！」其實我對婚姻已開始感到頗絕

望，更證實其實一人生活真比二人還好。但參

加了夫婦營，重燃了我對婚姻的希望，令我覺

得神的應許真的「永不」落空，我只要求祂的

國和祂的義，其他一切，祂真的會加給我們。

感謝主！真的很希望其他的夫婦能得到這份

祝福！快來報名參加「家新恩愛夫婦營」！ 

米高 

    我發覺在這三日二夜的活動，是我在參與葬

禮以外，哭得最多的活動，它使我和妻子對雙方

有深入的了解，也訓練我去懂得如何愛妻子。以

前是以理性分析事物，但經此一營，完全明白到

女性的需要，也知道男女之間的分別。在婚姻之

中，明白男女分別是一個維持關係的重要因素。

參與營後，令我對婚姻有一個新的方向，新的盼

望，但願每對夫婦也白頭到老。主恩滿溢。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71 屆恩愛夫婦營 

2008 年 12 月 26-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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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營會現已接受報名，請於本會網址 http://www.cffc.org.hk 下載報名表格或 

致電幹事劉羅瑞儀姊妹（9372 1754）索取表格。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如欲報名，敬請從速。 

 
 

消息與代禱 

 請為帶領夫婦及跟進大使禱告，求神保守他們身心靈健康，祝福他們的家庭，讓他們在婚姻

禾場上滿有能力為主作工。 

 求神感動更多帶領夫婦參與跟進大使的工作，關顧日漸增多夫婦營的營後跟進小組。 

 請為 2009 年營會及活動期間天氣禱告，求神賜下美好天氣，讓營會及活動能順利舉行。 

 
二零零九年 營會 / 課程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4 月 10-12 日（星期五至日，復活節） 恩愛夫婦營 $2,000 3 月 10 日 

5 月 1-3 日 （星期五至日，勞動節及佛誕） 恩愛夫婦營 $2,000 3 月 31 日 

5 月 8-10 日 （星期五至日） 恩愛夫婦進深營 $3,000 4 月 8 日 
6 月 26-28 日(星期五至日) 恩愛夫婦營 $2,000 5 月 31 日 

6 月 29 日 - 7 月 1 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恩愛夫婦營 $1,000 5 月 31 日 

8 月 10-12 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課程 $2,500 7 月 15 日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23 屆教牧恩愛夫婦營 

2008 年 12 月 29-31 日 

Lawrence 

    等候多年後，終於可以在今年參與恩愛夫婦

營。在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驕傲，以為在牧會中

已掌握了不少夫婦相處之道，然而當自己放下自

己，開放自己的心，去聆聽內心掙扎、傷痛的聲

音，我才驚覺我需要太太的愛、明白、體諒和支

持。在營中聽到太太的真心回應，自己感動得流

淚。很多謝三對帶領夫婦用他們的生命、眼淚、

和我們分享，叫我們的心軟下來，領受上帝的愛。

    太太，讓我們珍惜未來的日子，盡情的去愛

對方！ 

Regina 

    感謝神，重新學習如何愛我的配偶，尤其是在

存款及清除垃圾環節中，再次感受到互相欣賞及認

罪的重要性。另外，神讓自己看重做妻子，做傳道

人太太既尊貴又寶貴的身份。我今後要確立以上的

身份，好好愛惜丈夫，敏感丈夫的需要。還有，我

深深體會到夫婦二人恩愛甜蜜的關係能祝福身邊的

人。我祈求神塑造我們夫婦二人，保守我們的關係，

好讓我們有能力服侍教會的夫婦。 

    將一切頌讚、榮耀歸給愛我們到底的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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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八月至十月份收支簡報 

二零零八年八月至十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八年八月至十月份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Chan Chi Sang Jackson $20,000.00  Evert (Secretaries) Limited $25,000.00  經常費奉獻 $99,430.00

Chan Suk In Wiliam $100.00  Mission 4 Company $3,000.00  夫婦營 $68,000.00

Cheung Ho Man $1,500.00  大角嘴浸信會 $1,00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27,400.00

Cheung Kam Hoi $300.00  大埔浸信會 $3,500.00  帶領夫婦靜修營 $6,000.00

Lau Yiu Wah $500.00  播道會太古城堂 $2,000.00  產品銷售 $12,178.00

Wong Ping Chuen Johnny $2,000.00  播道會尖福堂雅歌團契 $2,000.00  輔導收費 $10,860.00

Yeung Chin Hung Edward $300.00  播道會恩福堂 $18,000.00      進項共計 $223,868.00

李守儀 $3,000.00  神召會元朗福音中心 $2,500.00    

李廣義 $2,000.00  夫婦營自由奉獻 $3,130.00  支項  

程國維 $300.00  經常費奉獻 $99,430.00  夫婦營 $62,895.80

梁燕玉 $2,100.00    夫婦營手冊 $15,384.92

劉偉強 $2,20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1,460.80

劉文輝夫婦 $3,000.00    帶領夫婦靜修營 $12,710.00

黃美心 $1,000.00    總會版權費 $46,800.00

鄭玉英 $1,000.00    家新港聞 $2,458.2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98,498.40

         支項共計 $240,208.12

      

     本期不敷 ($16,340.12)

     承上結餘 $590,959.44

     結轉下期 $574,619.32

 
 
 

 

 

 

 

註：以上排名不分先後。上述數字未經核數師覆核，只供參考。  

顧問：余慧根牧師、李鴻標牧師、周永健院長、麥希真牧師、蔡元雲醫生、蘇穎智牧師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行先生、龐元燊律師           
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康貴華醫生、袁成志先生、屈偉豪博士、蕭慶儀女士      
會長：龐元燊律師          副會長：劉國華先生      
幹事：劉羅瑞儀女士         輔導員：龐陳麗娟女士      
財務：何祐康先生、梁冼玉英女士          恩愛夫婦事工小組召集人：潘柏年夫婦     
出版：龐陳麗娟女士、劉羅瑞儀女士   電腦技術支援：趙民忠先生                    

（以上排名不分先後）           

非賣品；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聯絡。 

如何支持「家新」事工，讓更多家庭蒙福？ 

1. 邀請夫婦參加恩愛夫婦營 

2. 為帶領夫婦禱告 

3. 加入帶領夫婦受訓行列 

4. 成為「家新」義工 

5. 奉獻金錢回應「家新」營運經費需要 

如欲奉獻，歡迎透過所附之回郵信封處理，或直接郵寄支票到 

「香港家新」辦事處，支票抬頭「家庭更新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謝謝你們的愛心 
奉獻，使更多 
家庭蒙福！ 


